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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錯誤1

       

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1008 號判例；最高法院 20 年非

字第 94 號判例；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35 號判

決；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207 號判決

⌲出題年份：91 年高考三級一般行政第 3題

壹  經典試題

甲因屢受 A之欺負，心甚不滿，乃僱請乙將 A殺害，以消心頭之憤。

某日，乙在附近鄰里公園處，錯將甲之父 B誤認為 A，而開槍將其擊斃。

試問對甲、乙二人應如何論罪科刑？

【91高考三級一般行政第 3題】

貳  爭點

客體錯誤。

參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20 年非字第 94 號判例

被告因聽聞村犬亂吠，疑有匪警，並於隱約中見有三人，遂取手槍開

放，意圖禦匪，以致某甲中槍殞命，是該被告雖原無殺死某甲之認識，但

當時既誤認為匪，開槍射擊，其足以發生死亡之結果，究為本人所預見，

而此種結果之發生，亦與其開槍之本意初無違背，按照上開規定，即仍不

得謂非故意殺人。

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1008 號判例

2殺人罪之客體為人，苟認識其為人而實施殺害，則其人之為甲為

乙，並不因之而有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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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207 號判決

至刑法上之客體錯誤，因法律上非難價值相同，行為人對犯罪客體之

認識縱有錯誤，亦無法阻卻故意。丙○○上訴意旨爭執其因認錯人，乃屬

客體錯誤，無從認對被害人有傷害之故意等語，尚有誤會。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335 號判決

按行為人認識之犯罪事實與發生之犯罪事實不符，為構成事實之錯

誤，而其不符之原因，係對於犯罪客體之屬性認識有誤者，為客體錯誤。

此項錯誤，如認識之客體與現實客體屬同一法定構成要件，在刑法規範上

所受保護之價值相等，且二者又為合一之目標，應視為認識與事實無誤，

不影響犯罪之故意。被告本欲槍擊站立舞台中央之陳○源，但於登上舞台

時，適連○文與陳○源互換位置，致將互換位置後站立舞台中央之連○

文誤認為陳○源，開槍射擊之。被告槍擊之客體與認識之客體雖有不符，

惟主觀上之認知與實際發生之結果均係殺人，法律上之評價並無不同，屬

「等價之客體錯誤」，無礙其殺人故意之認定。

肆  關鍵透析

行為人誤認不法構成要件之事實，為構成要件錯誤，主要有客體錯

誤、打擊錯誤、因果歷程錯誤等類型。但是要注意，不是只有上述幾個類

型，只要是誤認不法構成要件要素的事實，都是構成要件錯誤。

1 客體錯誤之意義

 行為人誤認行為客體之身分或資格者。依據行為人所誤認之客體

與客觀上之客體在構成要件上是否等價，區分為等價客體錯誤與

不等價客體錯誤。

2 等價／不等價之區分標準

 所謂「等價」，是指法律非難價值相同。換言之，必須判斷「目

標客體」與「實際客體」兩者在刑法規範上所保護的價值、法益

是否同一。

3 類型

1. 等價客體錯誤

⑴ 依據系爭不法構成要件，若目標客體與實際客體之資格價

值相等，則屬等價客體錯誤。此時，由於行為人所認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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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仍符合不法構成要件，具備故意。

⑵ 〔例〕黑社會爭奪地盤，要把對方的老大暗殺。殺手甲接

受命令要去黑幫老大乙的家中殺乙，甲得知乙的房間後，

半夜潛進去，看見床上棉被中有個人，就射殺下去，結果

床上躺的是乙的女友丙。此例中，甲要射殺乙，卻殺成丙，

儘管乙、丙身分不同，甲仍具有殺人故意。

⑶ 前述例子認為甲具備殺人故意，係依照通說之法定符合說

之見解。在此補充說明學說上有「具體符合說」及「法定

符合說」之爭議，通說採取法定符合說。具體符合說主張

行為人所認識之事實與實際發生之事實，具體上不一致者，

阻卻故意。法定符合說，主張行為人所認識之事實與實際

發生之事實，法定罪質相同者，不阻卻故意，罪質相異者，

阻卻故意。簡單來說，就是用法條構成要件及保護法益來

判斷。依照具體符合說，甲主觀上認識的事實為「甲射殺

乙」，客觀上發生的事實為「甲射殺丙」，因此甲主觀上

欠缺「射殺丙」之故意，阻卻殺人故意之成立。依照法定

符合說，刑法第 271條第 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犯罪結果為「人被

殺死」，此例中，甲主觀上認識的事實為「甲射殺人」（乙

是人），客觀上發生的事實為「甲射殺人」（丙是人），

甲主觀上具備「射殺人」之故意，故甲構成殺人既遂罪。

2. 不等價客體錯誤

 若目標客體與實際客體之資格價值不同，則屬不等價客體錯

誤。此時，行為人所預見之事實不符合構成要件，阻卻故意。

〔例〕甲要槍殺隔壁惡犬，昏暗中，把跪在地上爬行的小孩乙

誤認為惡犬而射殺。此例中，甲持槍射擊時，主觀上係基於毀

損之意思想要射殺惡犬，並非基於殺人之故意，僅於甲有預見

可能性時，成立過失致死罪。至於甲基於毀損故意而著手實行，

為不罰的毀損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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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判斷標準 法律效果

等價

客體錯誤

目標客體資格價值＝

實際客體資格價值
具備故意。

不等價

客體錯誤

目標客體資格價值≠

實際客體資格價值

1. 對目標客體：故意未遂。

2. 對實際客體：不具備故意。有
預見可能性時，具備過失。

4 28上 1008例、20非 94例之案例事實均為行為人誤甲為乙，兩則

判例均認為行為人仍有故意，可知實務處理等價客體錯誤的情形，

例如殺人案件，縱然行為人誤甲為乙，但是因為甲、乙皆為人，

仍具備殺人故意，與學說處理相同。實務（102台上 335決）判斷

客體錯誤是否等價，是以「刑法規範上所受保護之價值是否相等」

為標準，與學說相同。

伍  解題要領

1 乙構成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

 本例中乙主觀上想殺的是 A，客觀上乙殺的是 B，A與 B在刑法

上所受保護之價值相等，為等價客體錯誤，依照法定符合說，乙

仍具有殺人故意，構成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殺人罪。

2 甲構成第 29條第 1、2項及第 271條第 1項之教唆殺人罪

 甲教唆乙為上揭殺人行為，甲只有教唆乙犯刑法第 271條之殺人

罪，而非同法第 272條之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雖乙誤 B為 A

而殺之，甲仍僅就其所教唆之罪，依刑法第 29條第 1、2項及第

271條第 1項之教唆殺人罪處斷。

陸  參考資料

‧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2008年 1月，頁 419以下。

‧ 余振華，刑法總論，2017年 9月，頁 220∼ 221。

‧ 林東茂，刑法綜覽，2016年 3月，頁 1-277∼ 1-278。

‧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2016年 9月，頁 209∼ 212。

‧ 陳子平，刑法總論，2017年 9月，頁 199∼ 209。

‧ 黃常仁，刑法總論─邏輯分析與體系論證，2009年 1月，頁 42以下。

‧ 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16年 9月，頁 283∼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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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nit
構成要件錯誤2

      

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401 號判例；最高法院 74 年度

台上字第 591 號判決

⌲出題年份：90 年律師第 2題

壹  經典試題

甲曾犯貪污罪，入獄執行，尚餘二年徒刑時，因合假釋條件，經假釋

出獄後，在某私人企業任職。惟因先前之貪污事件，屢受同事乙、丙、丁

三人之冷嘲熱諷，心頗憤懣，乃思加以殺害。某日，持刀侵入乙宅，將乙

殺害後，旋開車馳赴丙宅，見丙與其妻 A正於門前路旁洗車，乃持刀猛

刺，因丙躲閃，致誤刺 A之腹部，頓時鮮血如注，經送醫急救，仍告藥

石罔效。甲殺人後立即開車逃逸，至某路口時，忽見 B之背影酷似丁，

遂加足馬力衝撞，致 B當場死於非命。試問對甲應如何論罪科刑？

【90年律師第 2題】

貳  爭點

打擊錯誤。

參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401 號判例

傷害某乙部分，既因共同殺害其夫某甲之際，持刀誤中某乙，以致微

傷，實係打擊錯誤，當然阻卻故意。苟非出於過失，不能加以罪責，第一

審判決科以故意傷人之罪，原審未予糾正，均屬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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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74 年度台上字第 591 號判決

關於「打擊錯誤」，本院歷年來見解及我國學者通說，均採「具體符

合說」，認為因行為錯誤致實際上發生之犯罪事實與行為人明知或預見

之犯罪事實不符時，關於明知或預見之事實，應成立未遂犯，而實際上

發生之犯罪事實，則應分別其有無過失及處罰過失與否，決定應否成立過

失犯，並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處斷。本件原判決既認定黃某與上訴

人及蕭某、洪某、朱某等人共同謀議槍殺溫某，並推由上訴人及洪某、朱

某等實施槍殺溫某之行為，其槍殺之對象顯為溫某而非陳女，則其因打擊

錯誤，槍擊溫某未中，上訴人與黃某等人應全部成立殺人未遂罪之共同正

犯。至上訴誤將陳女擊斃，另應成立過失致人於死之罪，並依想像競合犯

之例從一重論以殺人未遂罪乃原判決竟謂應成立殺人既遂罪及殺人未遂

罪，並從一重依殺人既遂罪處斷，自不無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肆  關鍵透析

1 意義

 打擊錯誤，又稱為「行為失誤」或「方法錯誤」，係指實行方法

之失誤。依據行為人實行之目的對象與實際攻擊對象在構成要件

是否等價，區分為等價打擊錯誤與不等價打擊錯誤。依據通說見

解，二者皆對該實際客體欠缺故意，僅負過失既遂責任，對於目

標客體則具備故意，由於未實現客觀構成要件，僅負故意未遂責

任，二者想像競合。

2 類型

1. 不等價打擊錯誤

⑴ 意義：行為人發生技術上的失誤，導致攻擊對象相差太大，

而與行為人主觀所認識的犯罪事實，完全處在不同罪質的

構成要件之中。

⑵ 法律效果：通說認為在不等價打擊錯誤中，行為人所認識

的犯罪事實不符合客觀上實現之犯罪事實，所以行為人對

於所實現之結果不具備故意，於具有預見可能性時，論以

過失。至於行為人所欲攻擊之客體，應論故意未遂犯。採

取具體符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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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例〕甲要射殺乙，因槍法太差，而射中乙帶在身旁的狼

犬。甲主觀上認識的事實是「射殺人」，客觀上發生的事

實為「射殺犬」，客觀上乙死亡結果未發生，殺人罪客觀

構成要件不該當，但甲具備殺人犯意，因此構成殺人未遂

罪；對於犬死亡結果部分，若甲主觀上對於可能射殺死狼

犬具有預見可能性時，則論以過失，但因毀損罪無處罰過

失，故不構成犯罪。

2. 等價打擊錯誤

⑴ 意義：行為人發生技術上的失誤，未發生行為人想要發生

之結果，但與行為人主觀所認識的犯罪事實，處在相同罪

質的構成要件之中。

⑵ 法律效果

① 通說（想像競合）

 通說認為此時行為人主觀上基於犯罪故意而著手，對目

標客體而言，因技術上失誤或突發狀況，未發生行為人

想要發生的結果，則應論故意未遂犯。至於非行為人想

要攻擊的客體竟因而受害，由於本非行為人主觀上想要

發生的，只能論以過失。二者想像競合。採取具體符合

說。

② 少數說（故意既遂）

 等價打擊錯誤之處理與等價客體錯誤相同，均不生阻卻構

成要件故意之效果，僅負一故意既遂犯之責任。因為不法

構成要件未對行為客體個別化，只要行為人預見可能導致

他人發生構成要件結果之事實，即有構成要件故意。採取

法定符合說。

⑶ 〔例〕甲持槍瞄準乙射擊，未射中乙卻射中旁邊的丙。

① 通說：甲主觀上所認識且意欲的是「射殺死乙」，而不

是射殺死丙，因此，甲對於乙具備殺人故意，且已著手

實行，成立殺人未遂罪；客觀上發生的事實為「射殺死

丙」，但甲主觀上欠缺「射殺死丙」之故意，阻卻殺人

故意之成立，至多成立過失致死罪，兩罪想像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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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少數說：甲主觀上認識的事實為「射殺人」（乙是人），

客觀上發生的事實為「射殺人」（丙是人），甲主觀上

具備「射殺人」之故意，故甲構成殺人既遂罪。

3 實務（17上 401例、74台上 591決）關於等價打擊錯誤，認為對

於目標客體構成故意未遂犯，對於實際客體，具有過失時，構成

過失既遂犯，兩者想像競合，與學者通說一致。74台上 591決更

表明關於打擊錯誤採取「具體符合說」。

伍  解題要領

1 題目「甲因先前之貪污事件，屢受同事乙、丙、丁三人之冷嘲熱

諷，心頗憤懣，乃思加以殺害」，已經表明甲是基於殺人之直接

故意為後續各行為。

2 甲持刀侵入乙宅將乙殺害之行為

 甲客觀上侵入乙宅及殺害乙，主觀上各係基於侵入住宅及殺人之

故意為之，且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構成侵入住宅罪及殺人既

遂罪，依想像競合犯，從重論以殺人既遂罪。

3 甲持刀猛刺之行為

 甲持刀猛刺，因丙躲閃，致誤刺 A之腹部致死，甲實行之目的對

象為丙，實際攻擊對象為 A，兩者在構成要件等價，屬於等價打

擊錯誤類型，甲構成何罪，學說上有不同見解：

1. 通說、實務

⑴ 甲主觀上基於殺人故意而著手，對目標客體丙而言，因技

術上失誤未發生甲想要發生的死亡結果，應論殺人未遂罪。

對於 A部分，由於非甲主觀上想要發生的，不具備殺人故

意，但因「丙與其妻 A正於門前路旁洗車」，可知丙、A

位置極為接近，甲對於可能刺中 A具有預見可能性，構成

過失致死罪。甲一個猛刺行為同時構成殺人未遂罪及過失

致死罪，構成想像競合犯，從重論以殺人未遂罪。

⑵ 實務對於等價打擊錯誤採取「具體符合說」，認為甲猛刺

因丙閃躲而未刺中部分，應成立殺人未遂犯，實際上誤刺

A之犯罪事實，因甲有過失，應構成過失致死犯，依想像

競合犯從一重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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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少數說

 等價打擊錯誤之處理與等價客體錯誤相同，均不生阻卻構成要

件故意之效果，甲僅構成一故意殺人既遂罪。

4 甲駕車衝撞之行為

 甲誤 B為丁，B與丁在構成要件上屬於等價，屬於等價客體錯誤

類型，通說、實務均採「法定符合說」，由於甲所認識之事實仍

符合不法構成要件，具備殺人故意，甲構成殺人既遂罪。

5 競合

 甲持刀侵入乙宅將乙殺害之行為，構成想像競合犯，從重論以殺

人既遂罪。甲持刀猛刺之行為，依通說及實務認為同時構成殺人

未遂罪及過失致死罪，構成想像競合犯，從重論以殺人未遂罪。

甲駕車衝撞之行為，構成殺人既遂罪。因刑法現已無連續犯之規

定，前述殺人既遂罪（乙）、殺人未遂罪（丙）、殺人既遂罪（丁）

等三罪構成數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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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nit
構成要件錯誤3

    

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542 號判例；最高法院 28 年

上字第 2831 號判例；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3260

號判決

壹  經典試題

小駱因家境貧寒無法自立，不忍其女跟著其受苦，於是勒住其女頸部

直至昏迷，小駱誤以為其女已死，而棄置於嘉南大圳，其女因溺水窒息而

死亡。試問：小駱構成何罪？ 

【作者自擬】

貳  爭點

因果歷程錯誤之法律效果為何？結果延後發生時，行為人如何論罪？

參  精華選讀

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2831 號判例

如果某甲並不因被告之殺傷而死亡，實因被告將其棄置河內始行淹斃，

縱令當時被告誤為已死而為棄屍滅跡之舉，但其殺害某甲，原有致死之故

意，某甲之死亡又與其殺人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即仍應負殺人既遂責任。

至某甲在未溺死以前尚有生命存在，該被告將其棄置河內，已包括於殺人

行為中，並無所謂棄屍之行為，自不應更論以遺棄屍體罪名。

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542 號判例

上訴人以殺人之意思將其女扼殺後，雖昏迷而未死亡，誤認已死，而棄

置於水圳，乃因溺水窒息而告死亡，仍不違背其殺人之本意，應負殺人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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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3260 號判決

上訴人等先後起意，基於殺人犯意，勒昏陳○鳳、王○成後，誤以為已

死亡，乃基於毀屍滅跡之意，放火燒被害人及房屋，致被害人因吸入一口熱

煙氣併合窒息死亡等情，如果無訛，則上訴人等原有致死之故意，被害人之

死亡又與殺人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且不違背上訴人等之本意，仍應負殺人

既遂罪責，就其行為全程而言，應為單一之殺人行為。

肆  關鍵透析

因果歷程錯誤：行為人對於其行為與結果間之關聯性發生錯誤。亦即，

行為人雖知道其行為可能對結果有關鍵影響，但對於此影響如何發生產生錯

誤。

1 因果歷程偏離

1. 通說

 通說依照偏離是否重大，分別成立「故意既遂」與「故意未

遂」。偏離重大與否，依據該結果發生是否已經超出一般生活

經驗可能預見之範圍決定。詳言之，行為人只需要對於因果歷

程的重要部分有認識，即具備故意，因為故意不可能對於因果

歷程的每個細節都認識得鉅細靡遺。因此客觀事實上之因果歷

程，如果與行為人主觀上認知之因果關係偏離不重大，則仍負

既遂責任；如果與行為人主觀上認知之因果關係偏離重大，則

負未遂責任。

 余振華師採取相當因果關係說，如果因果關係錯誤是在「相當

性」範圍內，不阻卻故意；如果在「相當性」範圍以外，則可

阻卻故意。筆者認為採取是否超出「相當性」範圍者與採取是

否超出一般生活經驗可預見範圍者，結論上基本上相同，所以

只是對所採用判斷標準的名稱不同而已。

類型
結果發生是否超出一般生活經驗

可能預見之範圍
法律效果

因果歷程

偏離不重大
未超出 故意既遂




